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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水同行」- Green 漾青年培力服務推廣計畫 

2020初階種子青年導覽員培力訓練課程與認證評鑑簡章 

壹、計畫願景與目的 

一、核心願景： 

著名動物保育人士-珍古德博士(英國生物學家、人類學家)曾說：「唯有了

解，才會關心；唯有關心，才會行動；唯有行動，生命才有希望。」“Only if we 

understand, can we care. Only if we care, we will help. Only if we help, we shall be 

saved.” 

本計畫希望能帶領青年從「瞭解」到「關心」再到「行動」三步驟，以「與

水同行」、以培力更多 Green 漾青年成為專業認證的初階種子青年導覽員為核心

主軸，建立專業與共好社群，共創更美好的未來環境。 

 

二、計畫目的：   

(一)透過多元探索與體驗鼓勵參與的青年朋友能走到戶外親近自然，了解水文與 

生活的連結，進而開始關心身邊的環境，拉近人與水環境的距離，促進青年

嘗試挑戰之冒險突破精神及身心健全發展。 

(二)推動培力認證運作機制，促進青年對公益服務、水環境生態及文史導覽方面 

的知能、技能與心態面的養成，讓更多青年學子受證合格成為種子青年導覽

員以提升服務專業度、增進服務品質與影響力。 

 

貳、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財團法人十大傑出青年基金會 

二、主辦單位：環保星勢力志工隊、十傑青年志工隊 

三、協辦單位：臺北市南港區久如社區發展協會、關渡自然公園、 

              新北市濕地故事館、臺北市與新北市各級國高中職及各大專院校 

              等各單位。 

四、贊助單位：財團法人國泰人壽慈善基金會「2019 年國泰卓越獎助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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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計畫日期地點與參與對象 

一、計畫日期一覽 

「Green漾青年培力訓練課程」認證研習： 

2020 年 7月 20日(週一)至 7 月 25日(週六)共 6天不過夜 

→為 5天不過夜研習培訓課程+1天戶外實習與考核認證評鑑 

●7/20(週一)團體動力培訓 7小時 (0900-1830 含午休 1小時) 

●7/21(週二)志工特殊訓練 7小時 (0900-1830 含午休 1小時 + 團隊協作課程 1小時) 

●7/22(週三)導覽專業訓練 7小時 (0900-1830 含午休 1小時 + 團隊協作課程 1小時) 

●7/23(週四)導覽專業訓練 7小時 (0900-1830 含午休 1小時 + 團隊協作課程 1小時) 

●7/24(週五)導覽專業訓練 7小時 (0900-1830 含午休 1小時 + 團隊協作課程 1小時) 

●7/25(週六)戶外實習+考核認證評鑑 8小時 (0900-1830 含午休 1小時) 

 

※志工基礎訓練 6小時請學員自行到臺北 E大線上完成課程。 

 

二、課程地點： 

(一)十大傑出青年基金會(臺北市內湖區民善街 129 號 6樓) 

(二)大臺北地區自然生態與社區據點(臺北市南港區久如社區發展協會、關渡自然

公園、新北市濕地故事館)等地，將另外公告通知每日培訓地點資訊與交通方式。  

 

 

三、參與對象： 

培力對象以 13歲至 35歲之就讀臺北市、新北市國、高中職與大專院校在學青

年以及社會青年為主，辦理 6天不過夜的「Green漾青年培力訓練課程」研習 (共

有五天整日課程加上一天戶外實習與考核認證評鑑)以及後續增能進階課程。 

 

本計畫培力課程結業且通過認證之青年可授證成為合格「初階種子青年導覽

員」並投入後續服務行動。為顧及課程品質，每日課程學員參與名額最多以 40人為

限，報名從速。 

 

四、參與費用 (整套培力課程總價值至少 8,000元以上，請大家把握機會快來參加) 

(一)方案 A (限定推廣方案)： 

【全程參與 5天課程+1天戶外實習(僅收保證金)+報名認證評鑑(收 500 元認證註冊費)】 

→保證金：每人酌收 2,000 元 (匯款方式資訊如下) 

→認證註冊費：每人酌收 500 元(於活動期間繳交即可) 

→全程參與並通過認證者可獲得第一級【初階種子青年導覽員】(Level-1)榮譽專業認

證、「培力結業證書」、「志工特殊訓練證書」、「服務時數證書」以及後續由十傑基金會協

助請領發放「志願服務紀錄冊」。→本計畫推薦鼓勵各位青年朋友優先選擇此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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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方案 B：【僅參與 5天課程(收保證金)，不參加認證評鑑】     

→保證金：每人酌收 2,000 元 (匯款方式資訊如下) 

 

●收費說明： 

目前為推廣階段免報名費，但須繳交保證金 

1. 每人酌收保證金 2,000元。 

 

2.全程參與培訓者(或後續完成補課者)且於培訓後六個月內(2021/01/31前)完成

主辦單位志工服務規範協助參與至少 3場推廣服務活動，即可全數退還保證金。 

 

3.取得結業證書並完成 1天戶外實習者可獲得參與第二階段 Green漾青年(初階種子青年

導覽員)認證資格，報名認證評鑑須另外繳交 500元認證註冊費用(活動期間繳交即可)。 

 

(三)方案 C：【單選課程，每堂課程酌收 300元】 

→依學員選課之課堂數 x300元  (匯款方式資訊如下) 

 

五、繳費方式 

(一)親自繳交：可於上班時段(週一至週五 0900-1800)親自至十大傑出青年基金

會繳交，親自蒞臨前請事先來電與基金會確認時段。 

十大傑出青年基金會 

電話：02-27951929 

E-mail：toypfoundation@gmail.com   

地址：臺北市內湖區民善街 129號 6樓 

 

(二)轉帳或劃撥帳戶 

🔴戶名：財團法人十大傑出青年基金會 

🔴帳號：臺灣銀行信義分行(004 0543) 054-0040-8815-8 

※繳費時請於備註欄註明參加者姓名及課程名稱與選擇方案項目(方案 1、2、3) 

如：李小強，報名 2020初階種子青年導覽員培訓(方案 1) 

→請事先繳交 2,000元保證金，500元註冊認證費於活動期間繳交即可。 

繳交保證金完成後請填寫線上表單完成報名 

 

●「與水同行」Green漾青年培力服務推廣計畫-2020初階種子青年導覽員培力

認證課程與認證評鑑【線上報名專區】https://reurl.cc/mnO87M 

 

https://reurl.cc/mnO87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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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計畫執行內容 

 「與水同行」- Green漾青年培力服務推廣計畫 

2020初階種子青年導覽員培力訓練課程與認證評鑑行程規劃表

(第一級課程) 
 

日期 

時間 

7/20(週一) 

第一天 

7/21(週二) 

第二天 

7/22(週三) 

第三天 

7/23(週四) 

第四天 

7/24(週五) 

第五天 

7/25(週六) 

第六天 

地點 
十大傑出青年基金會 

(臺北市內湖區民善街 129號 6 樓) 

關渡自然公園 

(臺北市北投區關

渡路 55 號) 

新北市濕地故

事館 

(新北市板橋區

中正路 435 號) 

0900-0930 學員簽報到 

0930-1000 始業式 小組時間 

【戶外實習】 

戶外導覽解說操

作與踏查演練、

活動規劃與執行 

1000-1200 團隊建立與凝聚 

志願服務運用

單位業務簡介、 

志願服務工作

內容說明及實

習 

樂活減塑議題

與行動推廣實

務 

體驗教育引導反思

與自我覺察 

大臺北地區水環

境的生態導覽(含

自然生物辨識、教

學等) 

1200-1300 午休時間(午餐請自理) 

1300-1400 
自我探索與成長 

臺灣水環境生

態概論 

戶外風險管理

評估與基礎急

救 

城市探索 

前往臺北市南港區

久如社區發展協會 

水環境教育議題

推廣行動實務(含

水質監測、ICC 監

測、海廢調查方法

等) 
成果發表會 

評鑑認證 
1400-1500 大臺北地區水文與

文史的特色 1500-1600 

團隊溝通與合作 

綜合討論－集

思廣益論方法 

服務體驗 

導覽策略與活動

帶領設計實務 1600-1800 

導覽解說原則

與敘事技巧實

務 

特色遊程規劃與創

新體驗行銷 

1800-1830 小組時間/明日重點事項說明 
認證評鑑 

重點事項說明 
結業式 

1830- 平安賦歸 

 

※本計畫課程活動行程安排將以實際狀況進行適度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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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參與本計畫培力認證取得合格證照的效益 

一、從關心到行動-提供公益實踐的最佳舞台！ 

完成本次培力課程結訓並通過認證取得第一級【初階種子青年導覽員】

(Level-1)榮譽認證資格者，完成 3次以上服務推廣活動實習後可退回保證

金，得優先錄取參與主辦單位辦理推動本計畫後續大臺北地區水環境生態導

覽解說及文史踏查走讀、公益壯遊生態導覽與遊程規劃、生態體驗營隊帶領、

各團體淨灘淨溪行動帶領……等各項水環境關懷與生態體驗推廣專案服務活

動，用青年的角度來帶動更多青年朋友一起揪團用行動關心水環境議題。 

 

二、持續精進學習-朝專業、專科導覽解說員之路繼續邁進！ 

通過認證取得第一級【初階種子青年導覽員】(Level-1)榮譽認證資格

且後續有投入參與本計畫後續水環境導覽解說、生態體驗推廣及公益關懷服

務行動者，可享有後續免費參與相關精進專業、專科化培訓課程的福利，並

推動各類專科獎章認證，鼓勵青年導覽員持續進修成長、培養多元能力與專

業素養。 

 

三、表揚與激勵-提供推薦肯定的機會！ 

通過認證取得第一級【初階種子青年導覽員】(Level-1)榮譽認證資格

且後續有投入參與本計畫後續水環境導覽解說、生態體驗推廣及公益關懷服

務行動表現優異者，經辦理單位確認後將頒發年度感謝狀與相關表揚敘獎鼓

勵，若有職涯需求工作選擇或升學需求者可優先獲得辦理單位的推薦。 

●在學青年： 

一、有助於充實豐富個人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作為個人國、高中職與大專院校升

學、教師升等、產學合作、獎補助相關計劃執行等各項申請績效指標參考用。 

二、學生求職面試、升學、甄試、職涯規劃、可當職能加值依據；促進畢業就業

接軌，表現優異者可優先獲得辦理單位之推薦機會。 

 

●社會青年： 

一、可作為職能專業發展加值之依據；自行創業或是發展第二副業的最佳輔助。 

二、可至學校社團、社區大學、協會等各非營利組織單位，開班教授相關課程之

講師資格佐證文件參考。 

三、參與導覽服務表現優異且具備推廣教育熱忱者，取得證照後將收錄於講師人

才庫與「水環境生態導覽人才培育社群」，優先安排提供授課、導覽帶領遊程媒

合等合作相關事宜。 

 

●本課程歡迎校園/企業包班授課，可依據需求與預算，量身設計研習課程，詳

細辦法，請於上班時間來電洽詢: 十大傑出青年基金會/電話：02-2795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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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聯絡資訊與報名方式 

關於更多培力課程與認證詳情資訊請洽聯絡人： 

●「與水同行」Green漾青年培力服務推廣計畫-計畫發起人、執行委員總召  

李明峯 (小強)隊長 

手機號碼：0928-089119 (同 LINE ID，可加 LINE聯繫) 

E-mail：daniel27811421@gmail.com 

臉書： http://ppt.cc/pKYl 

       

●臉書粉絲團-環保星勢力志工隊： http://ppt.cc/1dc4 

 

●保證金詢問確認窗口：十大傑出青年基金會 

電話：02-27951929 

E-mail：toypfoundation@gmail.com   

地址：臺北市內湖區民善街 129號 6樓 

 

 

柒、報名方式：即日起開放至 109/07/17(五)2400截止報名 

採網路線上報名(歡迎個人、學校社團揪團報名) ： 

●「與水同行」Green漾青年培力服務推廣計畫-2020初階種子青年導覽員培力

認證課程與認證評鑑【線上報名專區】https://reurl.cc/mnO87M 

 

 

 

http://ppt.cc/pKYl
http://ppt.cc/1dc4
https://reurl.cc/mnO87M

